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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少年网络自我展示可分为言语和非言语行为，工具包括网名、个人信息、虚拟化身、图片等。 虚拟自我有

别于现实自我，但虚拟自我可视为现实自我的延伸。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个体差异对青少年网络自我展示的影

响，并关注青少年网络自我展示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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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r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ce. Online self-presenta-
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verbal and nonverbal behavior. Main tools include online nickname or username, personal infor-
mation, avatar and photos. Although virtual self is different to actual self, virtual self can be seen as an extension of the
latter. Future studies should explore how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fluence adolescent online self-presentation and focus on
cultura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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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青少年网络自我展示的界定

自我展示是指个体将个人信息、形象以及同一性传达给

他人的过程 [1]，是人为了创造、修改和保持他人对自己的印象

而进行自我包装和修饰的的过程 [2]。 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由于具有匿名性、

沟通信息可编辑性和低时间动态性等特点，使得网络自我展

示的过程比面对面沟通更具有主观选择性 [3，4]。 本文结合自我

展示的经典概念， 考虑到青春期心理发展特点和 CMC 的特

点，将“青少年网络自我展示”定义为：青少年通过计 算 机 和

网络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互动，试图创造和管理他人对自己的

印象，积累社会资本并建构自我同一性的过程。

2 青少年网络自我展示的动机

2.1 建构同一性

自我展示和同一性实验均在青春期表现最为明显，自我

展示是同一性探索的重要方面 [5]。 同一性建构是青少年在网

络上展示自我时考虑的关键因素，74%的学生报告称他们社

交网站的个人档案是对自我的准确表述 [6]，通 过 细 致 地 选 择

自我展示的内容有助于解决同一 性 和 亲 密 感 建 立 等关键的

青春期的发展问题 [7]。

与线下现实情境中的自我展示相似，线上网络自我展示

也存在言语和非言语行为。 网络自我展示的言语行为主要指

用户直接展示的个人文本信息，如网络博客和日志中关于自

我的文字表述等。 非言语行为主要指用户通过与他人的网络

互动而间接展示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通常由其它用户推论

得来；另外，图片和声音等元素也是线上同 一 性 建 构 的 非 言

语成分。 研究发现，Facebook 用户通常采用间接的、委婉的方

式向其它用户展示自己人格的一小部分， 而非通过明确、直

接的线索建构同一性 [8]。 Utz 通过研究网络印象的形成也进一

步说明了网络自我展示的这一特点， 研究发现，Facebook 用

户对他人形成某种印象并不直接根据他人自己的表述，而是

根据对他网络好友的印象作出推测 [9]。 这种网络行为与传统

面对面沟通中的非言语行为相似，细微的情景线索被认为更

能代表自我的同一性，对印象形成起到很大作用 [10]。

青少年网络同一性建构中还存在朋友之间共同建构（co-
constructing） 的现象。 Larsen 对丹麦著名的青少年社交网站

Arto 的研究发现，青少年在社交网站中通过文字表达对朋友

强烈的情感，他们很少写关于自己的内容，而 更 多 地 表 达 朋

友对他们的重要性以及表达对朋友的赞美， 这种譬如爱、喜

欢、欣赏和感激等积极情感的暴露，使得青 少 年 从 彼 此 之 间

获得价值感和认同感，这有助于青少年从 SNS 使用中获得了

自 信 ， 而 自 信 是 青 春 期 建 构 自 我 同 一 性 很 重 要 的 成 分 [11]。

Larsen 认为利用网络文字表达对朋友的爱不仅是青少年维持

友谊的方式，而且也是他们作为年轻人建构自我的方式。 此

外， 关于社交网站 Facebook 的研究也表明，Facebook 用户朋

友的吸引力水平显著影响了其它用 户 对 该 用 户 吸 引 力 的 评

价 , 当 Facebook 用户的朋友被认为是外向而且助人为乐时，
其它用户提高了对该用户社会吸引力的评价 [9，12]。 因此，网络

好友不仅是青少年网络同一性建构的成分和工具，而且也是

同一性建构的重要的非言语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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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积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一个包含社交网络、信 任、政

治参与度和生活满意度等多个元素的概念 [13]。 网络心理学主

要从个人层面来考察互联网对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其中一

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互联网是否有助于增加个人的社会资本。

研究者早期倾向于认为使用互联网降 低 了 用 户 的 个 人 社 会

资本，如 Kraut 等人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时间能够预测社

会关系网络的强度，互联网的使用减少了用户与家庭成员之

间的沟通时间，缩小了用户的个人社交网络，增 加 了 用 户 的

孤独感[14]。 Nie 认为，使用互联网缩短了用户与他人面对面交

流的时间，减弱了已存在的亲密关系，这些都 可 能 有 损 于 个

人的社会资本[15]。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研究者们从更纵深

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 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Kraut 等对 1998
年的研究样本进行了后续测量，发现互联网的消极作用消失

了，所有测量个人家庭、社会适应和参与程度的指标都表明，

互联网使用带来了积极的心理和社会效果 [16]。

Ellison 等的研究发现，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站的强度和社

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受到使用者自尊水 平 和 生 活 满 意 度 水 平

的调节，使用社交网站能提高低自尊和低生活满意度的青少

年的社会资本[17]。 网络的相对匿名性使得网络自我表露变得

容易，自我表露能带来亲密感，因而网络环境 有 利 于 亲 密 关

系的建立[18]。 利用社交网站建构自我的青少年感到与同伴关

系更加紧密，他们也拥有更高的幸福感和社会满意度 [19]。

2.3 网络印象管理

Walther 等基于文本 CMC 的研究，提出了“选择性自我展

示”（selective self-presentation）的概念[3]。 他认为，在以计算机

为媒介的沟通中，选择性自我展示之所以能实现主要有以下

两点原因： ①CMC 的文本性质使得沟通的信息具有可编辑

性；②CMC 的低时间动态性使得用户有更多的时间去建构自

我展示的内容。 虽然自我展示本身具有选择的特性，但是由

于 CMC 以上两个特点， 使得网络自我展示比面对面的自我

展示更容易控制。 所以，网络自我展示是一种主观选择性的、

超越现实面对面沟通中的自我展示。 Hancock 和 Toma 认为，

虽然“选择性自我展示”的概念最初来源于早 期 文 本 性 质 的

CMC，但是在个人档案的照片 中，用 户 的 自 我 展 示 也 是 选 择

性的[20]。

在选择性自我展示的相关研究基础之上，Walther 又提出

了超人际沟通模型 (Hyp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del)，该

模型认为，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沟通是超越了传统面对面人际

沟通的 一种“超人际”沟通模式，CMC 能够增加亲密 感 和 归

属感，增进沟通双方相互喜欢的程度 [4，21]。该模型还认为，以计

算机为媒介的沟通是一种“超人际的互动”，与面对面的沟通

相比，人们更容易在网络中运用印象管理策略给他人留下良

好的印象。 Walther 发现，信息发送者会运用诸如时间调整、

个性化语言、 长短句选择等一系列的技术、 语言与认知等策

略来展现一个最佳的自我。 因此，在超人际的交流模式下，人

际知觉并不是准确的 [22]。 一方面，在 CMC 中由于可以延迟做

出反应，每个用户作为网络沟通中信息的发送 者，能 够 有 选

择性地展示自我的某些方面，用户有时间来思考如何进行自

我展示以到达积极的效果 [9]；另一方面 社 会 线 索 减 少 使 得 信

息接收者倾向于将信息发送者“理想化”，他们利用对方发送

的积极信息形成印象，并将这种积极的印象泛化到其它未知

的人格特征上。

3 青少年网络自我展示的工具

3.1 网名和网络昵称

昵称（nickname）会影响青少年的社会互动：积极的昵称

能使青少年更好地融入同伴群体 [23]，而消极的昵称会损害青

少年的自我形象和同伴对其的印象 [24]。 青少年昵称的获得常

常来自周围的同伴，但是在网络世界中青少年可以自由选择

自己的用户名和昵称。 自己选择的昵称可能起到了增强青少

年自尊的作用，昵称是一种重要的自我展示的方式 [24]。不仅联

入互联网需要一个用户名，包括电子邮件，聊天，发表言论等

在内的所有网络互动都需要创建用户名，因此用户名是建构

网络身份的基础，也是网络自我的基本表现形式 [25]。网络昵称

或电子邮箱名是印象形成的最初线索之一，它们通过激活社

会类别、图式和刻板印象，使得个体通过网 名 或 电 子 邮 箱 名

来对他人形成最初的印象 [26]。

在网络聊天室或网络论坛等网络沟通环境下，昵称或用

户名不仅是代表用户身份的符号，而且它们可以传达出用户

的性别，性取向或特殊爱好。 Subrahmanyam 等人在研究中分

析了近 500 个网络昵称，发现用户的网名反映了他们的线下

自我（offline self）[27]。 在以文本为沟通媒介的聊天室中，昵称

可能是用户建构网络身份最主要的手段，但是，在博客、社交

网站和网络游戏中，由于存在其他大量的用 户 信 息，网 名 不

再是获得用户虚拟身份信息的主要渠道。 例如，在大型的网

络游戏中，玩家操控的虚拟人物，虚拟化身的服饰、装备和玩

家的网游经验记录都是构成玩家网络身份的重要信息。

3.2 个人信息

从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可知， 在面对面的沟通中，年

龄和性别是社会分类中两 个 最 主 要 的 范 畴 [28]；同 样，在 CMC
中，年龄、性别、所在地等信息也是网络同一性建构的最主要

工具。 研究发现 54%的博客作者提供了年龄、性别、职业、所

在地等人口统计学信息 [29]。 其它一些在面对面互动中显而易

见的信息，如体型、服装和长相，在网络聊天室或基于文本的

网络沟通环境下靠估计获得。
跨文化的研究发现，青少年自我展示的个人信息的类别

受文化的影响。 青少年将暴露年龄、性别、所在地等个人信息

作为自我展示的手段，这一现象是在以英语为沟通语言的美

国的网络聊天室中发现的，但是在捷克的网络聊天室中却没

有发现这一现象 [30]，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捷克语言的

语法要求名字和昵称后需加上相应的后缀，这样通过昵称本

身就可以推测出用户的性别； 还由于捷克国土面积不大、人

口居住相对集中，所以在聊天室的个人信息中也没有暴露所

在地的信息。 受捷克文化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性别和所在地

信息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捷克的青少年在 网 络 聊 天 室 中 只

提供年龄这一种个人信息。

3.3 虚拟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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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脑游戏和复杂的虚拟世界中，玩家的网络身份通过

操控能够活动的、图像化的虚拟化身（avatars）来展示。根据网

络环境的不同，虚拟化身的外形可能是人类，也 可 能 是 奇 异

的生物，但一般来说虚拟化身都是以 3D 的动画形象出现。 研

究发现在角色扮演类游戏（MMOPRG）中，与 成 年 玩 家 相 比，

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玩家对他们的虚拟化身有更强的认同，

他们更多地认为 “他们和他们的虚拟化身是一样的”， 而且

“他们拥有与虚拟化身相同的技巧”[31]。 譒mahel 等人认为虚拟

化身给青春期的游戏玩家提供了一种 对 线 下 真 实 生 活 中 积

极和消极人格特征进行鉴别和认同的方式。

3.4 图片

社交网站的出现，使得网络自我展示不再局限于文本描

述，图片是社交网站上的一种内隐的交流线索 [32]。网络个人档

案中的照片是青少年自我展示的主要工具之一，而且对于成

功建立网络关系有重要的作用 [20]。

视觉元素是青少年在社交网站中自我展示的重要部分，

青少年通过精心挑选和控制这些视觉元素，不仅将图像作为

自我展示的一种印象管理策略，而且青少年可以通过解读他

人的图像信息来获得关于互动对方的更多信息。 青少年博客

使用者比其它年龄阶段的用户更多地 在 网 络 上 发 布 自 己 的

照片[33]。 Pearson 通过对 SNS 用户的访谈发现，用户头像是比

网络昵称或用户名更具有跨情景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元素，用

户头像是在网络中建构稳定同一性的主要来源 [34]。

4 网络自我展示和现实自我展示

4.1 网络自我展示与现实自我展示的区别

Mesch 和 Beker 认为网络自我展示的规则是独立发展起

来的，不一定和线下自我展示的规则一致 [35]，网络的自我展示

更开放、更有感染力，而且青少年在网络上自 我 表 露 要 比 线

下多[36]。 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人更容易以真实的自我与他人

互动[37]。 网络匿名的环境有助于个体克服现实沟通的门槛障

碍，展示期望的可能自我。 研究表明，去除了现实人际交往情

景中的“门槛特征”（Gating Features，比如外形不佳、口吃或者

害羞等）， 网络环境使得人际交往劣势的个体克服了在面对

面情景中无法按照期望展现自我的障碍 [38]。

人们倾向于在匿 名 的 网 络 环 境 中 展 示 “期 望 的 可 能 自

我” （hoped-for possible selves）[39]。 “期望的可能自我”是“可能

自我”的一种，指如果给个体适当的环境，个体愿意展 示、而

且相信他拥有的受社会赞许的自我 [40]。 Zhao 等认为社交网络

的同一性是“期望的、可能的同一性”，它与真 实 生 活 中 的 人

格不一定一致，他们的研究发现，实名网络环 境 下 的 自 我 展

示行为与匿名环境下的自我展示行为不同，在如 Facebook 等

实名制的 SNS 中，青少年倾向于“炫耀”自己而非客观地“描

述”自己，青少年展示自己时强调群体特征而非个人特征 [8]。

4.2 网络自我展示和现实自我展示的联系

人们在实名制的网络环境中，特别是当预期与网络沟通

对象会有后续会面的情况下，在网络自我展示 时 会 缩 小“现

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差距[41]。对那些期待将沟通从线

上延伸到线下面对面沟通情景中的用户来说，自我展示时的

欺骗行为很少，更多地是一种自我提升的方式而非蓄意的欺

瞒[20]。

人们在相亲网站中用户展示的自我是将 “事实稍微延

伸”（stretch the truth a bit）后的结果[39]，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延

伸事实”的行为，但是用户在相亲网站上建 构 的 自 我 还 是 真

实可信的，因为用户都想避免在线下见面时由于信息不真实

导致的尴尬[41]。 如男性在约会网站中会将自己的身高多报几

厘米，而女性会将自己的体重少报几斤，目 的 是 为 了 在 异 性

前更具吸引力，这种在网络个人档案中谎报身高和体重的行

为也很难在线下的会面中被识破 [42]。相亲网站用户的这种“选

择性的自我展示”策略也是为了平衡自我提升和真实性之间

冲突的方式。

综上所述，青少年利用 网 络 展 示 自 我，进 行 同 一 性 实 验

并试图建构网络同一性。 虽然匿名网站和实名网站的自我展

示现象的研究结果存有分歧，但是，通过建 立 虚 拟 同 一 性 而

将自我分离成现实自我和虚拟自我的现象，在青少年中并不

普遍。 青少年网络展示的自我是“期望的、可能的自我”，虽然

青少年会利用印象管理的策略“延伸事实”，以使得自我形象

更加积极，但同面对面人际交往相似，这是 一 种 自 我 提 升 的

策略，而非有意地欺骗。 青少年的真实世界和网络世界是联

系在一起的。 青少年在网络上的谈吐、言行与现实社会中的

相似 [11]，他们在网络世界里验证和澄清他们线下的价值观和

态度[30]。 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站最重要的原因不仅是获得他人

的动态信息，而且是保持和现实生活中朋友的联系 [6，41]。 美国

皮尤青少年网络使用研究中心 （The Pew Internet and Ameri-
can Life Project） 的调查显示，91%的美国青少年使用社交网

站查找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们有联系的人，而不是利用社交网

站与完全陌生的人建立联结 [43]。该机构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只

有 27%的青少年与第一次在网络上认识的陌 生 人 一 起 玩 网

络游戏，近 70%的青少年网络游戏的玩伴都是现实生活中认

识的朋友或家人[44]。 关于社交网站的研究从另外一个侧面说

明了，青少年的网络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网 络 自 我 和 现

实自我具有一定的连续性。

5 总结和展望

现有的研究虽 然 为 理 解 青 少 年 网 络 自 我 展 示 和 同 一 性

建构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但是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还

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首先，目前关于网络自我展示的研究多采用质的研究方

法，量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法，实验研究极少。

其次，虽然一些 研 究 者 [23，25]考 察 了 性 别 差 异 对 青 少 年 网

络自我展示可能的影响， 但是其它 个 体 差 异 的 作 用 尚 不 明

确，如青少年总体的同一性发展状态、人格 差 异 等 都 可 能 是

影响网络自我展示的重要因素，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重点关

注和进一步探讨。Amichai-hamburger 等研究了人格特征与互

联网社交之间的关系，发现内向和神经质的青少年用户倾向

于在虚拟世界中表现“真我”（real me），而外向和非神经质的

青少年用户则在传统的面对面沟通中更多地展示 “真我”[45]。

Peter 等考察了内外向人格、自我表露、社会补偿动机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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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频率之间的关系，提 出 了“富 者 更 富”（Rich Get Richer）
和“穷者更富”(Poor Get Richer)模型，认为外向的青少年更多

地利用网络进行沟通和表露自我，因而促进了线上友谊的建

立；内向的青少年为了补偿社交技能的缺失，将 网 络 沟 通 作

为一种补偿渠道，同样促进了他们的网络沟通和自我表露 [46]。

Zywica 和 Danowski 进一步比较了“社会增强模型”和“社会补

偿模型”，他们对 614 名社交网站 Facebook 用户的研究发现，

外向和高自尊的用户群支持社会增强模型，该群体在现实生

活和社交网络上都较受欢迎；而内向和低自尊的个体由于在

现实生活中不太受欢迎，因而转向社交网络寻 求 补 偿，因 此

该群体支持社会补偿模型 [47]。 以上学者的研究都试图说明人

格特质对网络沟通可能存在的作用，他们的发现也有相似之

处，都说明了在现实生活中高社交技能的人可以更好地利用

网络进行社交活动，而低社交技能的人可能需要在网络中补

偿自己现实生活中社交技能的缺失。 那么，“富者更富”和“网

络补偿” 的模型是否适用于除社交能力外更一般的能力，网

络的特性以及虚拟同一性建构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影响，除

内外向之外的其它人格维度是否也有相似的作用等等，这些

问题都值得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地探讨。

最后，青少年网络自我展示的文化差异还有待进一步探

索。 以往关于青少年自我展示的研究成果多是以白种人为被

试、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现的，而亚洲文化环 境 下 自 我 展 示

行为与西方文化存有差异，如 Heine 等的实验发现，北美人比

日本人更多地使用自我提升作为自我展示的策略，他们更愿

意接受自己优于他人的信息，相反日本人更倾向于接受消极

的自我信息， 因为他们将自我批评作 为 一 种 自 我 展 示 的 策

略，从而促进人际交往和人际和谐 [48]。 雷雳对全国初、高中生

的大样本调查也发现，事先声明和逢迎是青少年在网络交往

中使用最多自我展示策略，最不经常使用的是自我提升和榜

样化[49]。虽然互联网是一个全球的现象，互联网的普及有利于

克服地理的差距，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 了 解，但 是 文

化作为人心理和行为的背景，它如何影响青少年在虚拟世界

中的自我建构和展示行为，也是未来深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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